
MailCloud 郵件歸檔備份服務功能介紹 

網擎資訊 線上服務部 

• 聯絡電話：02-2553-7272 

• 電子信箱：service@mailclou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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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find 產品與服務  



MailCloud郵件歸檔備份服務主要效益 
• 減少「備份成本」 

    郵件備份委外，可大幅降低儲存硬體、管理以及軟體授權
的成本，是最適合中小型企業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 減少「管理成本」 

    郵件不但完整備份，更做到即時查詢，可大幅降低尋找信
件、檔案時所耗費的人力與時間之管理成本。 

 

 

 

產品網頁：  

http://www.mailcloud.com.tw/intro_m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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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ilcloud.com.tw/intro_mb.html


最大特色：滴水不漏備份歷史進出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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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面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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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備份服務系統介面可
大至分為「信件調閱」與 
「管理功能」兩類。 
 
1 個人信匣區-模擬個人信 
箱的收信匣與寄件匣，方
便找信 
 
2 簡易查詢區-快速查詢模 
式 
 
3 進階查詢區-多條件搜尋 
 
4 報表功能區-統計報表、 
白名單、使用記錄、郵件
批次匯出。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個人信匣 

報表功能 



個人信匣 
    不一定得想出「關鍵字」才能使用郵件備份系統！您

可以隨性的在日曆上點選日期，以瀏覽的方式查閱信
件。★更厲害的是，還可以模擬個人信箱，將信件區
分為收件匣或寄件匣的信，方便查找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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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信匣 

2 選擇日曆 

3 確認時間區間 

4 系統自動調閱信件 



簡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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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欄位 說明 

郵件標題  

 

以所有郵件標題為搜尋標的。  

郵件內容 以所有郵件內容為搜尋標的。 

寄收件人郵件位址  

 

以郵件位址為搜尋標的，包含

郵件的寄收件人郵件位址，以
及信件 header 中的 envelop 

mail from 與 rcpt to 之電子郵

件位址 

簡易查詢提供三種不同的欄位查
詢方式，讓使用者查詢線上之郵
件資料庫，查詢的欄位如右： 

簡易查詢範圍： 
1. 所有線上信件 
2. 登入帳號之個人信件 
3. 排除廣告信件 

『不假思索，自動提示』 
游標指到「+」自動滑出搜尋選項 



進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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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郵件類型 說明 指定郵件類型 說明 

要求簽收 須為要求簽收的郵件 個人郵件 可以勾選此選項，以查詢個人
往來郵件(管理者才有項目) 

內含附檔 須含附件 不含廣告信 收信時不被判為廣告 

重要郵件 重要性必須是高 全部流向 不指定郵件流向 

附檔辨識 可辨識副檔名稱與附檔
類型不符 

外對內 非自己網域寄給自己網域 

附檔加密 須為加密過的郵件 內對外 自己網域寄給非自己網域 

簽章 須含簽章 內對內 自己網域互寄 

可指定只要以下郵件類型： 



進階查詢- 繁簡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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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預設輸入繁體即查詢繁體，若輸入簡體
則查詢簡體，若想一次查詢兩種字體，則可
勾選簡繁全查。 

除了字對字的轉換外，還有詞
對詞的轉換。 
輸入繁體的「電腦」，則系統
會查詢的關鍵字為「電腦」、 
「电脑」、「計算機」與「计
算机」。 
 



進階查詢- 郵件的全文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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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服務郵件檢索的
範圍，為貴公司使用
MailCloud 郵件歸檔備
份服務期間內所有進出
的信件。所有使用者皆
可檢索個人帳號所有的
郵件。  
 
若權限為郵件群組管理
者，則依管理權限可以
檢索較多範圍的郵件。 

依群組權限設定，主管
可直接設定下屬信件為 
查詢範圍 



進階查詢- 檢索條件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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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條件輸入 說明 

寄件人 
RFC822 中的寄件人（包含電子郵件位址與暱稱）和 
envelope from 

收件人【 To/Cc/Bcc 】 
RFC822 中的收件人、副本收件人及密本收件人 ( 包含電子
郵件位址與暱稱 ) 和 envelope rcpt 之所有電子郵件位址 

寄收件人郵件位址 
以郵件之電子郵件位址為搜尋標的，包含收、寄件人之電子
郵件位址和 RFC822中的寄件人與收件人之電子郵件位址 

標題 以所有郵件標題為搜尋標的 

郵件及附檔內文 以所有郵件內容，包含附檔內容為搜尋標的 

附檔名稱 

郵件附檔檔名，若一封郵件有附檔.ZIP，附檔內又包了多個
檔案，檔案階層架構如下: 
ee.eml 【aa.zip『bb.zip （ bb.doc, bb.txt） , cc.doc』】 
此時，可提供搜尋的檔名為aa.zip, bb.doc, bb.txt, cc.doc。
不可搜尋的檔名為bb.zip 

附檔摘要 以所有郵件附檔的摘要為搜尋標的 



進階查詢- 增減檢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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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布林運算由輸入的介面設定，因此，單一關
鍵字之輸入欄位，不可再含& | ! 等相關符號。 
•「系統會自動忽略第一個查詢字詞的布林運算符號」
之意義… 

按「+」可新增
一列查詢條件，
反之按「x」則

可刪除一列 



進階查詢- 指定檢索日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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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指定結束日期 

快速指定整月、整周 

指定月份 

指定週 

加速 



檢索結果– 分類及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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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數可設定每頁顯
示數量20 ~ 100筆 

顯示本次查詢的條件 

依各項條件分
類查找信件 



檢索結果- 重定查詢功能(收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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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畫面中，使用「重定查詢」功能，會保留原始輸入關鍵字與其相
關設定條件，使用者可新增與刪除搜尋條件，以縮小或加大查詢結果： 

所有檢索會留下「檢索紀錄」供日後查詢參考，方便「重定查詢」。 
主管可依日期查得下屬之檢索紀錄，管理者可查得所有人的紀錄。 

好用 



檢索結果- 轉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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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勾選需要的郵件，按下「轉寄」後，系統會將郵
件轉寄給登入本服務的使用者。或用「轉寄他人」可轉寄勾
選信件給指定的信箱。 

轉寄後會留下「轉寄紀錄」供日後查詢參考；主管(群組管理
者)可依日期查到下屬的轉寄紀錄，管理者(網域管理者)可查
得所有人之轉寄紀錄。 



檢索結果- 讀取郵件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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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搜尋結果頁面
郵件標題，可直接
瀏覽郵件；點選關
閉視窗，則可以關
閉該郵件。 
 
若郵件含有附檔，
也可點選按右鍵另
存郵件來儲存附檔。 

必備 



會話- 信件群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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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功能： 匯整系出同一郵件之所有往來信件，便利事件
脈絡的追溯與閱覽，省卻資料篩選及人肉搜索的時間。 



郵件清單暫存待處理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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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匯出或清除清單內郵件 

點
選
可
查
看
清
單
內
郵
件 

1 

2 

3 
點選將郵件加入清單 

計算清單內郵寄數量 

4 



郵件批次匯出 

20 

大量郵件批次匯出：支援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4 / UNIX 

MBOX / EML / ISO / PST 

提供匯出作業之「工作列表」：顯示資料匯出的工作排程狀態。 



行動版專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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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登入介面 當日信件列表 

顯示查詢信件時間範圍 

依需求條件搜尋 

  用智慧手機連往服務首頁即會自動切換！ 



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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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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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據「角色」「時間」「郵件流向」，展示統計結果與資訊。 
※ 角色指的是：網域分時統計、個人分時統計、群組排名、使用
者排名 



定期自動遞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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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管理者可設定 
1. 輸入收件人的電子郵件帳號 
2. 點選編輯報表 
3. 選擇報表類型與預約遞送區間 

周報表為每周日發送、 
月報表為每月1日發送， 
皆在早上7 ~ 8 點間寄出 



登入系統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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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管理者：設定限制或全面開放系統使用。 



可稽核使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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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記錄： 
包括「系統認證」、「郵件檢索」、「郵件檢視」 、 「會
話檢視」 、 「郵件轉寄」 、 「批次匯出」與 「群組管理」 
以及可針對個別使用者查詢其使用狀況。 



善用線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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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手冊：
http://www.mailcloud.com.tw/MB40help/adm/ 
使用者手冊：
http://www.mailcloud.com.tw/MB40help/user/ 
 

http://www.mailcloud.com.tw/MB40help/adm/
http://www.mailcloud.com.tw/MB40help/user/


常見問題 

查不到？ 

– 個人郵件：勾的時候只會查自己個人的 

– 不含廣告信：以信件當初收到時的判斷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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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Webamil 直接登入(SSO) 

  

 SSO = Single Sign On 

 登入一次就可以使用不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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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與管理權限說明 
• 使用郵件代管=信箱的帳號密碼登入 (帳密對就可以登入) 

• 每個人可以查詢屬於自己的信件(自己有收到或寄出過的) 
-- 沒有買備份就不會有信，沒有信查不到 

• 群組管理者可以查詢成員的信件 

• 群組從郵件系統定時同步過來 = 權限需在郵件系統中管理
與設定。資料同步時間：3:30, 11:30 與 17:30 

• root 群組的管理者，就可以查全部人的信件 

• 剛開通備份服務時，會將信箱代管的網域管理者，設定為  
root群組的管理者 

• 「網域管理者」與「可以查全部人的信件」可以脫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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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題!! 



附錄：郵件附檔支援 
• 郵件附檔支援格式 目前本服務支援郵件附檔全文檢索功能，管理者或使用者只要於郵件內

文進行關鍵字搜尋，就可以同時查詢到附檔內部之關鍵字。目前附檔搜尋支援格式為： 

 • 支援壓縮檔格式：zip/rar/gzip 
•  Microsoft Word 95/97/98/2000/XP/2003  
•  Microsoft Excel V7/95/97/2000/XP/2003 
•  Microsoft PowerPoint 95/97/2000/XP/2003  
•  Microsoft Visio 95/97/2000/XP/2003  
•  Microsoft RTF 1.3/1.4/1.5  
•  Adobe PDF 1.0/1.1/1.2/1.3/1.4/1.5  
•  AutoCAD R13/R14/2000  
•  PageMaker 6.0/6.5  
•  一太郎 5/6/7 /8/9/10/11/13  
•  OASYS 5/6/7 /8  
•  IGES  

• 若一封郵件有附檔 .ZIP ，附檔內又包了多個檔案，檔案階層架構如: 

 ee.eml 【 aa.zip 『 bb.zip ( bb.doc, bb.txt) , cc.doc 』】 時，可提供搜尋的檔名為 
aa.zip, bb.doc, bb.txt, cc.doc ，不可搜尋的檔名為 bb.zip。 

• 可查詢到壓縮到五層內的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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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 官方網站：http://www.mailcloud.com.tw 

• 客服專線：(02) 2553-7272 或 2553-2000 按 2 

• 客服傳真：(02) 2553-5956 

• 客服信箱：service@mailcloud.com.tw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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